
心理卫生

【基金项目】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生工作项目( ＬＸ２０１６Ｙ０２７)ꎻ佳木斯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础类重点项目(１２Ｓｈ１２０１５０８)ꎻ佳木

斯大学教学研究重点项目(ＪＹＷＡ２０１２－００５)ꎮ
【作者简介】 　 孟庆新(１９７２－　 )ꎬ男ꎬ黑龙江桦南人ꎬ硕士ꎬ教授ꎬ主要

研究方向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等ꎮ
ＤＯＩ １０.１６８３５ / 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２.０１９

大学生冲动性在无聊倾向与进食行为间的中介作用

孟庆新１ꎬ刘勇２ꎬ杨坤２

１.佳木斯大学招生就业处ꎬ黑龙江 １５４０４７ꎻ２.佳木斯大学学生处

　 　 【摘要】 　 目的　 分析大学生无聊倾向、冲动性与进食行为之间的关系ꎬ为指导大学生形成健康进食行为提供参考ꎮ
方法　 采用大学生无聊倾向问卷、Ｂａｒｒａｔ 冲动性量表和进食行为问卷ꎬ对从黑龙江省 ２ 所大学方便抽取的 ９５７ 名大学生进

行调查ꎮ 结果　 不同性别大学生进食行为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ꎬ女生限制性进食、情绪性进食和外因性进食得分均高于

男生( ｔ 值分别为 ５.４８ꎬ６.７０ꎬ６.１４ꎬＰ 值均<０.０５)ꎻ不同年级学生得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Ｆ 值分别为 １.１７ꎬ０.４２ꎬ０.８９ꎬＰ 值均

>０.０５)ꎮ 无聊倾向与冲动性、情绪性进食、外因性进食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ꎬ与限制性进食相关无统计学意义ꎻ冲动

性与限制性进食、情绪性进食和外因性进食均呈正相关(Ｐ 值均<０.０５)ꎮ 冲动性在无聊倾向预测情绪性进食和外因性进食

间均起到部分中介效应ꎬ所占比例分别为 ４４.８９％ꎬ４７.２９％ꎮ 结论　 无聊倾向既可直接又可间接通过冲动性对大学生情绪

性进食和外因性进食行为产生影响ꎮ
【关键词】 　 精神卫生ꎻ饮食习惯ꎻ模型ꎬ结构ꎻ学生

【中图分类号】 　 Ｒ １５５　 Ｒ ３９５.６　 【文献标识码】 　 Ａ　 【文章编号】 　 １０００￣９８１７(２０１７)０２￣０２２４￣０４

Ｂｏｒｅｄｏｍ ｐｒｏｎ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ｅｄｉａｔｉｎｇ ｒｏｌｅ ｏｆ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 / ＭＥＮＧ Ｑｉｎｇｘｉｎ∗  ＬＩＵ Ｙｏｎｇ 
ＹＡＮＧ Ｋｕｎ.∗ Ｊｉａｍｕｓ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ｉａｍｕｓｉ １５４０４７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ｍｏｎｇ ｂｏｒｅｄｏｍ ｐｒｏｎｅｎｅｓｓ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
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Ａｌｌ ｔｈｅ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ｎ＝ ９５７ ｗｅｒｅ ｓｕｒｖｅｙｅｄ ｗｉｔｈ Ｂｏｒｅｄｏｍ Ｐｒｏｎｅｎｅｓ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ｔｈｅ
Ｂａｒｒａｔ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ｕｔｃｈ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ｇｅ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ｆｏｕｎｄ ｉｎ ｒｅ￣
ｓｔｒａｉｎｔ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ｔ＝ ５.４８ ６.７０ ６.１４ Ｐ<０.０５  ｗｉｔｈ ｆｅ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ｔｈａｎ ｍａｌ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Ｂｏｒｅｄｏｍ
ｐｒｏｎｅｎｅｓｓ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ｅａｃｈ ｏｔｈｅｒ.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
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ｏｒｅｄｏｍ ｐｒｏｎｅｎｅｓｓ ｗｉｔｈ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χ２ / ｄｆ ＝ ３.５７ ＣＦＩ ＝ ０.９０２ ＴＬＩ ＝ ０.８９８ 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４７ ＳＲＭＲ＝ ０.０５９ ｆｏｒ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χ２ / ｄｆ ＝ ４.４３ ＣＦＩ ＝ ０.９１２ ＴＬＩ ＝ ０.９０４ 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４２ ＳＲＭＲ ＝ ０.０５４ ｆｏｒ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ｗｈｉｃ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ｅｄ ｆｏｒ ４４.８９％ ａｎｄ ４７.２９％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ｎｃｌｕｓｉｏｎ　 Ｂｏｒｅｄｏｍ ｐｒｏｎｅｎｅｓｓ ｈａｓ ｄｉｒｅｃｔ ａｎｄ
ｉｎｄｉｒｅｃ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ａｎｄ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ｉｔｙ ａｍｏ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ｅｎｔ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ｏｏｄ ｈａｂｉｔｓ Ｍｏｄｅｌ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进食行为是人类维持生存活动的本能行为之一ꎬ
但现今随着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及人们体像认知观

念的改变ꎬ异常的节食减肥行为、暴食等进食问题不

断出现ꎮ Ｓｔｒｉｅｎ 等[１] 认为ꎬ进食行为问题主要表现为

限制性进食、情绪性进食和外因性进食ꎮ 限制性进食

是由于认知努力而严格控制进食的行为ꎬ情绪性进食

是情绪引起的进食行为ꎬ而外因性进食则是外部食物

线索所引起的过度进食ꎬ３ 种进食行为对个体的身心

健康都有严重损害ꎬ也是进食障碍的外部行为表现和

预测因素[２] ꎮ

随着对进食行为研究的深入ꎬ研究者越来越关注

进食行为的影响机制ꎮ 无聊作为个体的一种普遍负

性情绪ꎬ与进食行为有密切联系ꎮ 有研究发现ꎬ无聊

程度与个体的贪食程度、身体意象有关ꎬ无聊会导致

个体进食更多的食物[３] ꎮ Ｇａｎｌｅｙ[４]认为ꎬ无聊与愤怒、
焦虑等其他消极情绪一样ꎬ会诱发个体异常进食行为

的产生ꎮ 研究还发现ꎬ个体的冲动性水平能预测异常

进食行为[５－６] ꎮ 本研究试图在大学生群体中考察无聊

倾向、冲动性与进食行为的关系ꎬ为指导大学生形成

健康进食行为习惯提供参考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从 ２０１５ 年 ９—１２ 月ꎬ方便随机抽取黑龙

江省 ２ 所大学(佳木斯大学和哈尔滨师范大学) 的

１ ０３０名学生进行测试ꎬ收回有效问卷 ９５７ 份ꎬ有效率

为 ９２.９１％ꎮ 其中男生 ４４９ 名ꎬ女生 ５０８ 名ꎻ大一学生

３０１ 名ꎬ大二学生 １９５ 名ꎬ大三学生 ２７８ 名ꎬ大四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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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３ 名ꎻ文科生 ５０４ 名ꎬ理科生 ３８６ 名ꎬ艺术生 ６７ 名ꎮ
被试的平均年龄为(２１.０９±１.６７)岁ꎮ
１.２ 　 研究工具 　 大学生无聊倾向问卷 ( Ｂｏｒｅｄｏｍ
Ｐｒｏｎｅｎｅｓｓ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ｎａｉｒｅ ｆｏｒ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ꎬＢＰＱ) [７] ꎬ
该问卷共 ３０ 个条目ꎬ主要评估大学生的无聊倾向水

平ꎬ包括单调性、孤独感、约束性、紧张感、自控缺乏和

创造缺乏 ６ 个因子ꎮ 问卷采用李克特 ７ 级评分(完全

不同意~完全同意)ꎬ以总分高低表示个体易于感到无

聊的程度ꎮ 在本研究中ꎬ该问卷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０ꎻ模型的结构系数为 χ２ / ｄｆ ＝ ２.３３ꎬＣＦＩ ＝ ０.９１ꎬＴＬＩ ＝
０.８９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６ꎬＳＲＭＲ ＝ ０.０４ꎬ该问卷具有良好的

信效度ꎮ
Ｂａｒｒａｔ 冲动性量表 ( Ｂａｒｒａｔ Ｉｍｐｕｌ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Ｓｃａｌｅꎬ

ＢＩＳ￣１１) [８] ꎬ 该量表评估了个体的运动冲动性、认知冲

动性和无计划冲动性ꎬ应用较为广泛ꎮ 量表共 ２９ 个条

目ꎬ采用 Ｌｉｋｅｒｔ ５ 级评分ꎬ高分代表多动、行为缺乏控

制、注意力不集中、冲动型认知方式等ꎮ 该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 α 系数为 ０.８２ꎬ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数 χ２ / ｄｆ
<４ꎬＲＭＳＥＡ<０.０７ꎬＳＲＭＲ<０.０５ꎬＣＦＩ 和 ＴＬＩ 均≥０.９０ꎬ具
备良好的信、效度ꎮ

进食行为问卷 ( Ｄｕｔｃｈ Ｅａｔｉｎｇ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
ｎａｉｒｅꎬＤＥＢＱ) [９] ꎬ问卷共 ３３ 个条目ꎬ采用 ５ 级计分ꎬ评
估了限制性进食、情绪性进食和外因性进食ꎮ 该量表

广泛应用于测评个体的进食行为ꎬ在本研究中内部一

致性系数为 ０.８３ꎬ模型的结构系数为 χ２ / ｄｆ ＝ ３.４６ꎬＣＦＩ
＝ ０.９０ꎬＴＬＩ ＝ ０.９１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５ꎬＳＲＭＲ ＝ ０.０３ꎬ信效度

较优ꎮ
１.３　 统计分析　 施测过程分为以班级为单位的集体

施测和在安静地点的分散施测ꎬ由心理学专业测试人

员发放和回收问卷ꎬ完成数据收集ꎮ 采用 ＳＰＳＳ ２０.０
和 Ｍｐｌｕｓ ７.０ 软件对数据进行处理ꎬ包括描述统计、方
差分析、相关分析、结构建模等ꎬ统计学检验水准 α ＝
０.０５ꎮ

２　 结果

２.１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在本研究中ꎬ通过程序控制

和统计方法来减少共同方法偏差ꎬ通过匿名调查方式

以及选择多所院校来控制测试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共

同方法偏差ꎮ 进一步采用 Ｈａｒｍａｎ 单因素法来验证是

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ꎬ结果表明ꎬ共有 １２ 个特征值大

于 １ 的公共因子被提出ꎬ并且第一个公因子解释的变

异量仅有 １９.４１％ꎬ小于 ４０％的临界标准ꎮ 因此ꎬ本研

究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ꎮ
２.２　 不同性别年级大学生进食行为得分比较　 男生

的限制性进食得分( ２１. ２４ ± ５. １８) 低于女生( ２２. ９６ ±
４.５５)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５.４８ꎬＰ<０.０１)ꎻ男生的

情绪性进食得分 ( ２４. ４３ ± ６. １８) 低于女生 ( ２６. ８５ ±
５.６９)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６.７０ꎬＰ<０.０１)ꎻ男生的

外因性进食得分(２６.４６±３.４８)同样低于女生(２８.３５±
４.２１)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ｔ ＝ ６.１４ꎬＰ<０.０１)ꎮ 此外ꎬ
大学生的进食行为在不同年级上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Ｆ 值分别为 １.１７ꎬ０.４２ꎬ０.８９ꎬＰ 值均>０.０５)ꎮ
２.３　 无聊倾向、冲动性与进食行为的相关分析　 无聊

倾向与限制性进食行为相关无统计学意义ꎬ与冲动

性、情绪性进食行为和外因性进食行为呈正相关ꎮ 冲

动性与 ３ 种进食行为均呈正相关ꎮ 见表 １ꎮ

表 １　 大学生无聊倾向冲动性与进食行为的相关系数( ｒ 值ꎬｎ ＝ ９５７)

变量 无聊倾向 冲动性 限制性进食 情绪性进食
冲动性 ０.３５２∗∗

限制性进食 ０.０７５ ０.２５７∗∗

情绪性进食 ０.３４２∗∗ ０.４３４∗∗ ０.１５２∗

外因性进食 ０.２７６∗∗ ０.３６８∗∗ ０.２４８∗∗ ０.２７４∗∗

　 注:∗Ｐ<０.０５ꎬ∗∗Ｐ<０.０１ꎮ

２.４　 结构模型 　 根据理论假设ꎬ无聊倾向为预测变

量ꎬ冲动性、进食行为(限制性进食、情绪性进食和外

因性进食)为内生变量ꎬ其中冲动性为中介变量ꎮ 根

据 Ｂａｒｏｎ 和 Ｋｅｎｎｙ 提出的中介模型检验标准ꎬ结合本

研究的心理变量ꎬ首先应该保证无聊倾向对 ３ 种进食

行为和冲动性有预测作用ꎬ同时冲动性对进食行为也

具有预测作用ꎬ且当控制中介变量冲动性后ꎬ无聊倾

向对进食行为的影响减小ꎬ说明中介效应成立ꎮ
２.４.１　 直接效应检验　 本研究建立了 ３ 个模型ꎬ分别

考察无聊倾向→限制性进食、情绪性进食和外因性进

食ꎬ无聊倾向→冲动性ꎬ以及冲动性→限制性进食、情
绪性进食和外因性进食的直接效应ꎮ 模型 １ 检验无聊

倾向对 ３ 种进食行为的直接效应ꎬ模型拟合结果良好:
χ２ / ｄｆ ＝ ３.７８１ꎬＣＦＩ ＝ ０.８９４ꎬＴＬＩ ＝ ０.９０１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５３ꎬ
ＳＲＭＲ ＝ ０.０６２ꎮ 路径系数显示ꎬ无聊倾向对限制性进

食的预测系数为 ０.０７６(Ｐ ＝ ０.１０４)ꎬ对情绪性进食的路

径系数为 ０.３４２(Ｐ<０.０１)ꎬ对外因性进食的路径系数

为 ０.２７６(Ｐ<０.０１)ꎮ 无聊倾向与限制性进食之间不存

在中介效应ꎬ将不进行中介模型检验ꎮ 模型 ２ 考察无

聊倾向对冲动性的预测效应ꎬ模型拟合结果理想:χ２ /
ｄｆ ＝ ２. ３２０ꎬＣＦＩ ＝ ０. ９０４ꎬＴＬＩ ＝ ０. ９０１ꎬ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３４ꎬ
ＳＲＭＲ ＝ ０.０４２ꎮ 无聊倾向预测冲动性的路径系数为

０.３５３(Ｐ<０.０１)ꎮ 模型 ３ 进一步考察了以冲动性为外

源变量和以 ３ 种进食行为为结果变量的模型ꎬ拟合结

果良好:χ２ / ｄｆ ＝ ２.７８２ꎬＣＦＩ ＝ ０.８９５ꎬＴＬＩ ＝ ０.８９９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４３ꎬＳＲＭＲ ＝ ０.０５２ꎮ 冲动性对 ３ 种进食行为的直

接效应均有统计学意义 ( 路径系数分别为 ０. ２５７ꎬ
０.４３４ꎬ０.３６８ꎬＰ 值均<０.０１)ꎮ
２.４.２　 中介效应检验 　 建立冲动性在无聊倾向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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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性进食和外因性进食行为间的 ２ 个中介模型ꎮ 模型

拟合指标分别为 χ２ / ｄｆ ＝ ３.５７ꎬＣＦＩ ＝ ０.９０２ꎬＴＬＩ ＝ ０.８９８ꎬ
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４７ꎬ ＳＲＭＲ ＝ ０. ０５９ꎻ χ２ / ｄｆ ＝ ４. ４３ꎬ ＣＦＩ ＝
０.９１２ꎬＴＬＩ ＝ ０.９０４ꎬＲＭＳＥＡ ＝ ０.０４２ꎬＳＲＭＲ ＝ ０.０５４ꎬ均满

足统计学标准ꎮ 进一步对各路径效应进行分解ꎬ当冲

动性纳入模型后ꎬ无聊倾向对情绪性进食的预测系数

由原来的 ０.３４２ 下降为 ０.１８８ꎬ无聊倾向与冲动性间的

路径系数有统计学意义ꎻ冲动性对情绪性进食的预测

系数为 ０.４３５ꎬ冲动性在无聊倾向与情绪性进食行为

间起部分中介作用ꎬ中介效应所占比例为 ０. ３５３ ×
０.４３５ / ０.３４２ ＝ ４４.８９％ꎮ 同时ꎬ冲动性对外因性进食行

为的路径系数为 ０.３６８ꎬ冲动性在无聊倾向预测外因

性进食行为间也起部分中介作用ꎬ中介效应所占比例

为 ０.３５６×０.３６８ / ０.２７７ ＝ ４７.２９％ꎮ 见图 １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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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大学生无聊倾向冲动性与

情绪性进食外因性进食的结构方程模型

３　 讨论

本研究结果表明ꎬ不同性别大学生在限制性进

食、情绪性进食和外因性进食得分差异均有统计学意

义ꎬ女生的进食行为问题水平更高ꎻ但未发现年级差

异ꎮ 一般认为ꎬ女性对体重、身体意象、饮食等方面更

加关注ꎬ进食行为和态度也可能比男性具有更大的变

化性[１０] ꎮ 在限制性进食行为方面ꎬ与王倩[１１] 的研究

类似ꎬ女生可能为了追求减肥而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节

食ꎬ而男生对体形的关注度则相对降低ꎬ往往通过运

动锻炼等来控制体重ꎮ 在情绪性进食行为上ꎬ女生比

男生更容易因情绪问题而进食ꎮ 可能由于情绪的感

知和体验方面存在性别差异所致ꎬ女性对负面情绪的

感知更为敏感ꎬ在相同的负面情绪体验程度下女生更

容易通过不良行为来调节情绪ꎮ Ｓｔｅｉｎｈａｕｓｅｎ 等[１２] 的

研究也证实ꎬ青少年常通过饮食来发泄不良的情绪ꎬ
在女生中更常见ꎮ 可能与背后的饮食动机有关ꎮ 相

比而言ꎬ女生更容易受到食物的颜色、味道等外因影

响而进食ꎬ而男生似乎更多考虑饥饱程度、饮食习惯

等[１３] ꎮ

本研究显示ꎬ无聊倾向与进食行为密切相关ꎮ 无

聊倾向容易诱发情绪性进食和外因性进食ꎬ而与限制

性进食的关系不大ꎮ Ｋｏｂａｌｌ 等[１４] 的研究发现ꎬ当人们

感到无聊时会选择一些行为来应对无聊ꎬ如摄入食

物ꎬ而长期的无聊体验会更容易伴随形成不健康的进

食行为ꎮ Ｃｒｏｃｋｅｔｔ 等[１５] 采用问卷调查法直接证实ꎬ无
聊倾向能够预测情绪性进食行为ꎮ Ｍｏｙｎｉｈａｎ 等[１６] 通

过实验法也得出ꎬ高无聊体验能够预测个体糖类、蛋
白质、能量等摄入的结论ꎮ 无聊作为一种典型的负性

情绪ꎬ与进食行为的密切联系也是合理的[１７] ꎮ 无聊是

个体一种厌恶性体验ꎬ使个体感觉到缺乏刺激、缺乏

满足等ꎮ 进食行为不仅能满足个体的生理需求ꎬ还能

给个体带来心理愉悦感ꎬ如摄入大量美食可以带来生

理和心理的双重满足ꎬ是一种获得刺激和快感的便捷

行为ꎮ 因此ꎬ长期感到无聊的个体可能会借助于进食

来应对无聊ꎮ 冲动性对进食行为的影响也得到了前

人研究的证实ꎮ Ｇｕｅｒｒｉｅｒｉ 等[１８] 的研究发现ꎬ妇女的冲

动性人格特质与进食行为呈正相关ꎬ在冲动性概念填

充情境下表现出进食量增加ꎮ Ｄａｖｉｓ 等[１９] 的研究表

明ꎬ冲动性、奖赏敏感性与过度进食表现出一定的相

关性ꎮ 陈贵等[６] 研究结果显示ꎬ冲动性、延迟贴现可

显著预测青少年的进食行为ꎬ在超重、肥胖青少年中

尤为显著ꎮ 因此ꎬ本研究在大学生群体中发现的无聊

倾向、冲动性对进食行为的预测作用ꎬ与理论观点和

实证研究一致ꎮ 此外ꎬ本研究还发现ꎬ无聊倾向能够

预测大学生的冲动性水平ꎮ 长期无聊倾向的个体会

对个体的认知功能造成影响ꎬ如注意缺陷、多动、执行

功能弱化等ꎬ还会表现出较低的行为控制能力ꎬ势必

会影响个体的冲动性[２０] ꎮ 赵宇等[２１] 的研究也证实ꎬ
高无聊倾向的大学生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冲动性ꎮ

本研究进一步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了无聊倾

向、冲动性与进食行为的复杂关系ꎬ无聊倾向对情绪

性进食和外因性进食有显著的预测作用ꎬ而与限制性

进食关系不大ꎮ 因此ꎬ中介效应检验只考察了冲动性

在无聊倾向与情绪性进食和外因性进食间的关系[２２] ꎮ
调查结果发现ꎬ无聊倾向既可直接影响情绪性进食和

外因性进食ꎬ也可通过冲动性而间接影响情绪性进食

和外因性进食ꎮ 与部分研究者的观点类似ꎬ认为无聊

与不良行为的关系并非单纯的线性关系ꎬ而是可能通

过其他变量进行间接影响[２３] ꎮ 赵宇等[２１] 的研究表

明ꎬ冲动性在无聊倾向预测攻击行为间起到中介作

用ꎮ 在本研究中冲动性也是无聊倾向预测情绪性进

食和外因性进食的中介变量ꎮ 无聊涉及缺乏意义、缺
乏刺激、单调性等特点ꎬ而冲动性反映了无计划的、冒
险的、刺激寻求的状态ꎬ它们之间存在着连锁关系ꎬ两
者又共同导致进食行为的产生ꎬ因此ꎬ无聊倾向通过

６２２ 中国学校卫生 ２０１７ 年 ２ 月第 ３８ 卷第 ２ 期　 Ｃｈｉｎ Ｊ Ｓｃｈ Ｈｅａｌｔｈꎬ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１７ꎬＶｏｌ.３８ꎬＮｏ.２



提升冲动性水平进而诱发情绪性进食和外因性进食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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